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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在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
党的建设提出要求、作出部署。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国有企业的
独特优势。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伟大进程中，必须毫不动
摇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毫不动
摇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出台《若
干意见》，对于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
设，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社会主
义方向，提升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和
竞争优势，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
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
意义。

《若干意见》指出，坚持党的建设
与国有企业改革同步谋划，充分发挥
党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政治核心作
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从
严选拔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建立适应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市场竞争需要的选
人用人机制；严格落实国有企业党建工
作责任制，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
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
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
位；坚持从严教育管理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强化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特别是主
要领导履职行权的监督；适应国有资本
授权经营体制改革需要，加强对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领导；把建立党的组
织、开展党的工作，作为国有企业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前提。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期
和深水区，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若干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党委（党组）和各国有企业党组（党
委）要切实加强对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
领导和指导，不断完善党委（党组）抓、
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确保党的领
导、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得到充
分体现和切实加强。

人民日报

《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办印发

1959 年 4月，刘少奇当选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消息传到刘少
奇的家乡，他的一些本家和亲戚便
以为，刘少奇在北京当了大官了，办
事一定特别容易，亲戚们也可以跟
着沾点光了。于是，他们通过写信、
托人和找上门来等方式，要求刘少
奇买东西、帮助安排工作或调个好
单位等。刘少奇不给他们办理，他们
便有了一种埋怨的情绪。刘少奇认
为有必要做些思想工作，纠正他们
的错误观点。

1959 年国庆节期间的一天，刘少
奇在中南海自己的办公室附近的小会
议室里，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
会议———家庭会，参加的人员除了他
自己的全家（爱人王光美，还有几个
孩子）之外，还有几位亲戚。

刘少奇环视一下小会议室里在座
的各位，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
这个会议室是我曾经主持政治局同志
开会的地方，可见我是很认真地对待
这个会议的。”刘少奇稍作停顿，点燃
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为了什
么事开这个家庭会呢？就是要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什么矛盾呢？你们以
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一点方便，
给你们搞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
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

盾就要正确处理，所以找你们来开个
会。”刘少奇又吸了一口烟，继续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地说：“现在解放了，当工
人的也好，在农村当农民的也好，生活都
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合理，现
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
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
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
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
员，不能不讲原则，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
职权……”

屋里静悄悄的，静得连呼吸声都能
听见。刘少奇说着站起身来，一面在屋
子里来回踱步，一面亲切地说：“现
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
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
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
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
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
便。”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
奇，既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等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倡
导者、先行者，更是低调做人、自立诚
实、清廉朴实等良好家风的树立者、
教导者，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
对家人子女也严格要求，从不讲特
殊，也绝不允许搞特殊，成为全党的
楷模。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少奇杜绝亲属求他办私事

记者 9 月 11 日从省统计局获
悉，2014 年，安徽省研发经费投入
393.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8%，连续
12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研发投入加
大，极大增强创新发展驱动力，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

去年以来，安徽省先后出台了
《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
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意见》及 6 个
配套文件，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国
家新产品研发、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共
用后补助机制，共兑现企业购置研发
设备、境外设立并购研发机构、国家级
研发机构、国家科技项目配套、国家重
点新产品、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共用等
各类奖补资金 3.02 亿元。创新政策实
施较好发挥了政府对自主创新的规划
和引导作用。 2014 年，安徽省研发
经费中使用政府部门资金 85.4 亿元，
引导社会投入 308.2 亿元, 放大比例
达到 1∶3.61。

研发投入连续 12 年保持两位数增
速，使安徽省科技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
经济转型升级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
2014 年，我省各类研发主体共建立研发
机构 4093 所，增长 17.5%，居中部第
一。 2014 年底，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
数达到 2361 家，居全国第 7 位、中部第
1位。

今年 1 月至 7 月，安徽省共申请发
明专利 34798 件，居全国第 4 位、中部
第 1位，同比增长 46.4%。依托骨干企
业，安徽省研发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
车、CVT 汽车变速器、1600 吨数控液压
机床、重载车轮、低温余热发电、煤矿安
全、大功率 LED 芯片、汽车覆盖件生产
线成套装备等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涌现
出奇瑞、江淮、丰原、海螺等一批在全国
有影响的企业自主创新典型，船用低速
柴油机、埃夫特机器人等多项产品填补
了国内空白。

安徽日报

安徽省研发投入连续 12年保持两位数增速

9月 13 日，市民郝先生在青山区
和平公园散步时，看到一个踏着绿色
奇怪装置的人被许多人围观。郝先生
介绍，那是一个站着踏步的自行车，操
作他的人看上去踏得很轻松，但车子
跑得还比较快。

武汉晚报记者联系上这辆 “怪
车”的主人吴刚。吴刚介绍，这是一款
刚发明的踏板式自行车，这辆车与以往
的传统自行车差别较大，需要站立骑
行，同时车的链条也是垂直安放，在骑
行过程中，相当于“边走路边骑车”。

“正是因为这样的设计，这辆车
在避免骑行中力量分散的同时，更增
加了每次蹬踏时的力度，整个人的重
量都压在踏板上，这样骑起来自然是
事半功倍！”吴刚表示，踏板式自行车
的车速可以轻松达到 30 码，完胜传
统自行车，而重量仅比传统自行车重

几斤而已。
“又有速度，又能健身，速度还不

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吴刚告诉记
者，现在他每天出门都会骑着自己发明
的自行车，每次都会引来围观。如果有人
想试骑，他会进行指导，“骑过的人，都
说感觉很好，虽然是站着骑，但一点都不
累，速度还很快。”

吴刚在中南财大上班，平时就热衷
于发明创造，喜欢研究机械设计，还获得
7 项各类专利。“这款踏板式自行车是
我去年 9 月份开始设计的，这已经是第
7个版本了，光是设计就花了 4万多元，
目前已拿到了国家质监总局的检测合格
报告，并且上过 CCTV-10《我爱发明》
节目。”

吴刚表示，目前已委托天津一家自
行车生产厂批量生产，月底有望上市。

武汉晚报

男子发明 "边走边骑 "自行车:原地踏步即可驱动

9 月 20日 7 时 01 分，我国新型
运载火箭长征六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点火发射，成功将 20 颗微小卫星
送入太空。此次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不
仅标志着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族
再添新成员，而且创造了中国航天一
箭多星发射的新纪录。

全长 29 米，卫星入轨精度达到
百米级

全长 29 米的长征六号运载火
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负责总体研制，是
我国新型三级液体运载火箭，主要用
于满足微小卫星发射需求。作为我国
新一代运载火箭的首飞箭，其具备全
新的结构形式、动力系统、电气系统，
自主创新成果达几十项，发射可靠性
提高到 98%，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首次采用我国
最新研制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三平”
测发模式，成功突破高精度控制技术、
氧箱自增压技术、燃气滚控技术、箭地
一体化快速测发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技
术，并按照“通用化、组合化、系列化”
思路设计，可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标
志着我国在运载火箭现代化、模块化

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长征六号在国内运载火箭领域创造

性地采用了“三平”测发模式，所谓“三
平”，就是在水平状态下，完成火箭整体
总装测试、星箭对接和运输起竖。按照设
计，采用“三平”测发模式的长征六号，
发射准备周期仅需 7 天，可以适应卫星
发射低成本、短周期的需求。

长征六号可以实现更高的导航精
度，确保卫星入轨精度达到百米级，在浩
瀚太空，这就像是“太空快递”能够“上
门投递”，其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航天专家认为，这型 20 多年来我
国首次全新研发的运载火箭，将对我国
未来运载火箭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它
的研制成功，对于完善我国运载火箭型
谱、提高火箭发射安全环保性、提升进入
空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航天动力进入绿色无毒时代
长征六号实现了液氧煤油火箭发动

机的首飞。这款发动机具有高压、大推
力、无毒、无污染的特点，能够通过燃烧
产生巨大的推力，将运载火箭推向太空。
该发动机的研制，填补了我国补燃循环
发动机的技术空白，实现了我国火箭动
力从常规至绿色无毒的巨大跨越，开创

了我国发动机领域的多个第一。
液氧煤油发动机集多项新技术于一

身，突破了高压补燃关键技术 80 余项。
先进的自身起动技术使火箭发动机启动
从老式的手摇拖拉机式改为一拧钥匙即
能启动的汽车式；大范围推力调节技术
使得其具有大范围推力调节能力，如同
自动挡的汽车，可以实现无级变速。对于
载人航天来说，通过推力调节可以有效
降低火箭飞行中的加速度，提高航天员
的舒适度，降低对航天员的体能要求，使
普通人也有望遨游太空；高压大功率的
涡轮泵技术使得“发动机的心脏”涡轮
泵成为强劲的动力源泉。

除了长六火箭以外，我国新一代运
载火箭家族中的长征五号、长征七号也
将使用 120吨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院长谭永华认为，
“120 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成
功，将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月球探测工
程以及下一步深空探测工程奠定坚实的
基础。”

多星发射降低单颗载荷的发射成本
长征六号首飞，搭载发射了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国防科技大学、清华
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

位研制的 20 颗微小卫星，主要用于开
展航天新技术、新体制、新产品等空间
试验。

“这 20 颗卫星都不大，最大的开拓
一号卫星，才 100 多公斤重，而最小的
子星只有几十克，比一部手机还小。”长
六火箭主任设计师张晓东介绍。

一箭二十星并非为了显摆酷炫，市
场这块大蛋糕才是这次发射的最大甜
头。一箭多星发射可以充分利用运载火
箭的运载能力余量。据航天专家介绍，发
射低轨道卫星的运载火箭要比发射高轨
卫星的火箭花费少，而小卫星一般采用
500 公里以下高度的轨道就够了。同时，
多星发射还能进一步降低单颗载荷的发
射成本。目前，卫星研制小型化、模块化、
集成化是国际卫星研制的一个基本趋
势。多星发射犹如品质依旧上乘的“特
价旅行”，价格诱人因而客户愿意尝试，
而且对于火箭来说，客户越多，每颗卫星
的费用就越低。

“将来，商用图片、纪念品、超高空
气球、区域通讯中继等都将成为我们火
箭服务的对象。”长六火箭副总设计师
周遇仁说。

人民网

中国刷新一箭多星纪录

为什么有的人吃得并不多，却很
容易胖，甚至调侃“喝水也会胖”，用
尽各种方法减肥都收效甚微；而有的
人可以饱享口福却不长胖。答案就是
基因。最近一则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在网上引起了广
泛关注：研究人员发现了两个调控肥
胖的基因！但专家指出，爹妈即使给
了咱“胖”基因，但我们不要“坐以待
毙”，通过运动、适度节食等方法，也
是可以做到“我的身材我做主”。

最新研究
两个“胖基因”控制我们身材
《中国科学院之声》刊载的一篇

国外研究成果显示，调控肥胖（主要
是脂肪燃烧） 的基因是 IRX3 和
IRX5。这两个基因能直接调节人体的
“产热机制”，从而决定过多摄入的热
量去向———消耗还是存储。

这项研究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他们发现每
个人都有这两个基因，该研究有三个
重要的新成果：

首先，组成这两个基因的众多核
苷酸中，只要有一个核苷酸的差异就
能决定“胖”或“瘦”。如果基因中含
有胞嘧啶，就是胖基因，含有胸腺嘧
啶，那就是瘦基因。科学家可以任意切
换这两个基因中的任何一个核苷酸来
人工定向干扰，制成“胖”或是“瘦”
基因，从而得到胖或瘦的小鼠模型。
换言之，含有胸腺嘧啶的瘦基因小鼠
可以不忌口而不发胖，而含有胞嘧啶
胖基因的小鼠“喂水”都长胖。

第二，在人体脂肪细胞的实验中
发现，这两个基因直接作用于成人的
“白色”脂肪细胞内的产热机制，以决
定体内脂肪细胞的大小、多少和肥胖
的程度。

第三，这两个基因不必通过大脑，

直接调节白色脂肪细胞的产热机制。也
就是直接指挥白色脂肪细胞内的产热机
制，要么燃烧脂肪，要么存储脂肪备用
（长胖）。

听听南京专家怎么说
1“高代谢”的体质，可能会遗传
那肥胖到底会不会遗传？经过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与非肥胖父母相比，肥胖
父母所生的子女中肥胖发生率高达
70%-80%；双亲之一肥胖，其子代约
40%-50%发生肥胖。

“人的体质受父母的遗传因素影响
比较大。”南京市中医院内分泌科冉颖
卓主任中医师介绍，国外的很多资料也
显示，影响人体胖瘦的荷尔蒙，分成新陈
代谢与储存能量两大系统。肾上腺素与
甲状腺素属于主掌新陈代谢的荷尔蒙，
也就是瘦的荷尔蒙；和肥胖相关的荷尔
蒙就是胰岛素。当体内“胖荷尔蒙”多于
“瘦荷尔蒙”，人体就会偏向易胖体质。

一个方面，瘦子受父母的遗传从小
身体能量代谢水平较高，人体消耗的能
量也较多；另一个方面，从小饮食合理，
保持运动的人，体内肌肉含量高，基础代
谢高，消耗能量也较多。基础代谢率高的
人，即使躺在床上不动，身体也会帮他们
消耗比较多的热量。

2 “喝水胖”，可能是出生前“养
成”的

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小时候胖是
“奶胖”，无所谓的。南京儿童医院儿保
科专家李晓南教授说，这其实也是一种
误区。

儿童肥胖最常见于三个时期：婴儿
期、学龄期和青春期。而儿童期的肥胖，
大部分可延续到成人。李晓南教授解释
说，这是因为，这几个阶段就是脂肪细胞
数量增加的敏感时期。幼儿时期的肥胖
是因为脂肪细胞的数量增加，而成人肥
胖的原因是脂肪细胞体积增加。如果幼

儿时期脂肪细胞的数量本身超标的话，
成年后随着体积的扩大，自然就会肥胖。

胖子体内脂肪细胞数量多，因为脂
肪细胞数目多，减肥时控制饮食，细胞体
积变小；稍微恢复饮食，脂肪细胞体积又
迅速变大，所以也就是人们嘴里说的
“反弹”。

现在国外有一些前沿的研究，人的
肥胖甚至可以追溯到胎儿期的代谢。许
多孕妇怀孕早期因妊娠反应出现呕吐、
营养摄入不足，使胎儿的脂肪细胞处于
“饥饿” 状态。当孕后期营养摄入增多
时，胎儿的脂肪细胞就会拼命地摄取营
养，以弥补早期摄入的不足。这种过量摄
取营养的模式留在了脂肪细胞的 “记
忆” 中，形成了脂肪细胞的 “行为模
式”。当孩子出生后，这种行为模式依然
在发生作用。因此，这类孩子即使吃得比
别人少，也容易肥胖。

3 中医看，“喝水胖”确实有体质
之说

关于人类的节俭基因，可追溯远古
时期。当时人们饥一顿饱一顿，节俭基因
的存在，使身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储存营
养。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饮食结构发生
本质变化，但由于“节俭基因”仍在发挥
作用，当大量高营养食物进入人体后，仍
然进行着充分吸收。再加上现代人的活
动减少，营养物质得不到及时消耗，所以
造成能量过剩。

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李静
副主任医师告诉记者，中医研究发现，大
多数肥胖症人多见于两种类型：一种是
气虚脾虚的人群，一种是胃火旺的人群。

李静副主任医师说，从中医理论上
说，胖人大多气偏虚，这类人往往动作较
缓，不大喜欢活动。这类人之所以会胖，
多与“湿、痰、虚”有关，由于脾胃运化功
能减弱，痰湿等体内垃圾无法排出体外，

人就胖了起来。
“胃火旺这一类人，一看就属于那

种食欲特别旺盛的。”李静说，这类人容
易有饿的感觉，有口臭、口干、嘴破、易
长痘痘及便秘等问题。事实上，这一类
人的胃肠功能并不好，也会伴有一定程
度的消化功能不全，对于身体循环代谢
自然形成阻碍，是造成肥胖的隐患之
一。

4 携带“胖基因”，并非一定会变
成大胖子

如果一切都是基因决定，“喝水都
胖”的人是否应该放弃减肥？当然不是，
只要管住嘴，迈开腿，依旧可以“我的身
材我做主”！

当你在找吃不胖的原因时，你的朋
友没准正在健身房挥汗跑步；当你还在
熬夜时，你的朋友早已进入梦乡了。仔细
观察身边体型好的朋友，他们是不是生
活比你规律一点?

我们经常听说锻炼是减肥的关键，
但专家说，对于胖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要
控制能量的摄入。“单纯依靠锻炼来减
肥，体重常常会反弹。”江苏省人民医院
减重外科梁辉主任说，往往在锻炼之后
你会更加饥饿，摄入的卡路里将超过你
消耗的卡路里。

另外，就是要养成规律的生物钟，最
好是早睡早起，梁辉主任建议在 11 点
之前入睡。“如果 11点钟还没有睡觉的
话，大脑会误以为你还在工作状态，神经
中枢会重新兴奋起来。”于是饥饿荷尔
蒙的分泌也会增多，人自然而然就会去
寻找食物。

不过梁辉主任也强调了运动的重要
性，每周进行至少 3 次，每次至少 30 分
钟的有氧运动。运动能够控制体重的发
展，锻炼心肺功能，对肥胖者来说，节食
和锻炼，二者结合效果更好。

扬子晚报

喝水都长肉？因为你有“胖基因”！

秋天，是果实成熟的
季节，也是一年之中最为
绚烂的季节。澄净蔚蓝的
天空，清澈碧绿的湖水，再
加上色彩纷呈的树林，美
得令人沉醉。图一：加拿大
魁北克省秋景。图二：美国
佛蒙特州秋日里的农场景
色。图三：苏格兰福尔柯克
公园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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